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第一梯次 

低年級 A 班學員名單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黃哲倫 

周加加 中山國小 

林詠絢 

王苡絢 和仁國小 

江芳妤 大榮國小 林禹臻 泰和國小 

廖崧廷 泰和國小 歐宇睿 中山國小 

林子皓 和仁國小 解騵逸 和平國小 

郭韋德 南郭國小 林律辰 新港國小 

張雅雯 

曾令齡 南郭國小 

蔡善如 

吳思妘 南興國小 

林妍熹 泰和國小 陳又緁 文心國小 

曾若芸 和仁國小 黃安耘 中山國小 

吳晉耀 中山國小 葉恩瑞 泰和國小 

黃晨祐 二重國小 王諺鈞 和仁國小 

簡挺亦 

蔡語恩 中山國小 

沈昭成 

林萱菲 僑忠國小 

柯采萱 大成國小 吳沛潔 中山國小 

張育瑄 泰和國小 朱理恩 靜修國小 

林宥辰 和仁國小 陳  林 明德雙語小學 

吳芑叡 泰和國小 紀昊恩 自    學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第一梯次-低年級 A班-活動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頁碼 

7/31 

(日) 

08：40~09：20 報 到 時 間 格致樓教室

09：30~10：20 相見歡－小組時間 格致樓教室

10：30~11：50 聽話的螺旋槳-柯宜謀教授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能量變變變之拉線玩具-楊宗榮老師 格致樓教室

15：10~16：30 科學小饅頭-李永信老師 格致樓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格致樓教室

8/1 

(一) 

09：00~10：20 熱力四射-體育老師 操場 

10：30~11：50 不一樣的畫-吳安台教授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簡易連桿玩具-許嘉哲老師 格致樓教室

15：10~16：30 東拼西湊-邵宜翠老師 格致樓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格致樓教室

8/2 

(二) 

09：00~10：20 牡蠣介紹與貝殼鑰匙圈-周睿鈺教授 格致樓教室

10：30~11：50 嗅覺的化學-楊水平教授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新冠病毒與我-周殷瑞老師 格致樓教室

15：10~15：50 小組時間 格致樓教室

16：00~16：30 結業典禮 格致樓教室

16：30~ Say good-bye 格致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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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攜帶物品 

第一梯次-低年級 A班 

日  期 上課用的物品 

    

7月 31日 

(日) 

 

 

 

8月 1日 

(一) 

剪刀一把、彩色筆 

體育課-請穿著󠇤運動鞋
及長褲 

 

 

8月 2日 

(二) 

剪刀一把 

 

 

每日請攜帶-簡單文具用品、水瓶、 

環保餐具(筷子、湯匙餐盒或碗)  

以及二個備用口罩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第一梯次 

低年級 B 班學員名單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於慶昀 

邵榆茜 靜修國小 

賴冠彤 

林尚萱 溪湖國小 

鐘立璇 國安國小 何妍喬 信義國中小 

張龍勻 四維國小 林煒璇 聯興國小 

邱繼琨 愛因斯坦小學 邱繼寬 愛因斯坦小學 

黃  鼎 泰和國小 張晟亮 中山國小 

宋子潁 

梅瑀彤 清水國小 

林芷安 

林宥均 瑞穗國小 

黃閔柔 東大附小 鍾明家 忠孝國小 

陳又維 信義國小 黃梓郡 中山國小 

葉豐日 東海國小 張珈勗 瑞穗國小 

簡榆庭 螺陽國小 葉騶檒 忠孝國小 

劉佳芳 

花瑀晨 靜修國小 

郭禹辰 

張維庭 員林國小 

吳苡臻 南郭國小 沈亮辰 明德雙語小學 

賴玄昇 平和國小 曾詩閔 線西國小 

羅秉杰 忠孝國小 黃彥菱 泰和國小 

葉柏廷 明德雙語小學 藍士程 中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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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第一梯次-低年級 B班-活動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頁碼 

7/31 

(日) 

08：40~09：20 報 到 時 間 格致樓教室

09：30~10：20 相見歡－小組時間 格致樓教室

10：30~11：50 新冠病毒與我-周殷瑞老師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科學小饅頭-李永信老師 格致樓教室

15：10~16：30 能量變變變之拉線玩具-楊宗榮老師 格致樓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格致樓教室

8/1 

(一) 

09：00~10：20 不一樣的畫-吳安台教授 格致樓教室

10：30~11：50 嗅覺的化學-楊水平教授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東拼西湊-邵宜翠老師 格致樓教室

15：10~16：30 簡易連桿玩具-許嘉哲老師 格致樓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格致樓教室

8/2 

(二) 

09：00~10：20 熱力四射-體育老師 操場 

10：30~11：50 牡蠣介紹與貝殼鑰匙圈-周睿鈺教授 格致樓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格致樓教室

13：40~15：00 聽話的螺旋槳-柯宜謀教授 格致樓教室

15：10~15：50 小組時間 格致樓教室

16：00~16：30 結業典禮 格致樓教室

16：30~ Say good-bye 格致樓教室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攜帶物品 

第一梯次-低年級 B班 

日  期 上課用的物品 

    

7月 31日 

(日) 

剪刀一把 

 

 

 

8月 1日 

(一) 

剪刀一把 

彩色筆 

 

 

8月 2日 

(二) 

體育課-請穿著󠇤運動鞋
及長褲 

 

 

每日請攜帶-簡單文具用品、水瓶、 

環保餐具(筷子、湯匙餐盒或碗)  

以及二個備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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